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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tek
Karuselli Lounge Chair 主人椅

原價 $258,600  特價 $193,950

Barcelona Design
Gardenias 室內單人扶手椅

原價 $124,200  特價 $93,150

Scoop Chair 單椅
原價 $57,100  特價 $37,115

Etch Web 吊燈
原價 $81,200  特價 $52,780

Mirror Ball 鏡球吊燈(50cm)
原價 $22,200  特價 $13,320

Erik Jørgensen
EJ 500  沙發

原價 $473,700  特價 $284,220

Serralunga

Holly All 花器單椅
原價 $144,000  特價 $93,600

Missed Tree I 花瓶
原價 $80,400  特價 $48,240

Missed Tree II  花器
原價 $124,400  特價 $74,640

Tom Dixon

Bell Floor Light 立燈
原價 $54,700  特價 $38,290

英國工業設計頑童

Tom Dixon的搖滾金屬設計

Barovier&Toso

Ran Front 吊燈
原價 $257, 900  特價 $167,635

Torpedo Nevada 吊燈
原價 $684,300  特價 $444,795

Cappellini

Knotted chair 扶手椅
原價 $127,700  特價 $89,390

Peg 躺椅
原價 $248,000 特價 $173,600

Driade

Monseigneur 沙發
原價 $376,600  特價 $244,790

MT3 Rocking Chair 扶手椅
原價 $41,300 特價 $26,845

*活動期間(2018/7/20-2018/7/22)單筆消費滿10萬即贈NT5,000明日聚落禮券，活動贈送之禮券不可現抵於當筆消費。

*圖片僅供參考，商品顏色及狀況以現場實品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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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scarini

Zanotta

Vitra

Cite 扶手椅
原價 $126,800  特價 $95,100

Metal Wall Relief Heart 壁飾
原價 $27,800  特價 $19,460

Emeco
Nine-0 Chair 單椅
原價 $43,800  特價 $28,470

Moroso
Gentry 沙發

原價 $441,000  特價 $286,650

Moooi

Boutique 雙人座沙發(含抱枕)
原價 $228,500  特價 $137,100

Space-Frame 吊燈
原價 $144,200  特價 $108,150

Heritage Pillows 抱枕三件組
原價 $30,600 特價 $21,420

Plass Grigio 吊燈
原價 $125,500  特價 $94,125

Twiggy Giallo 立燈
原價 $67,800  特價 $50,850

Sella 椅凳
原價 $30,400  特價 $22,800

Elica 圓桌
原價 $168,000  特價 $126,000

White Shell 茶几
原價 $33,600 特價 $25,200

Mezzadro 椅凳
原價 $24,400  特價 $18,300

Magis
Cyborg Elegant 扶手椅
原價 $26,000  特價 $15,600

Magis
Voido 搖椅

原價 $23,800  特價 $16,6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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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室內空間帶來溫馨的情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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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15
Habibi 邊几

原價 $64,300  特價 $45,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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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泰RS289

濱江街（大直內湖）

濱
江
街301

巷

中山高速公路

迎風河濱公園

大
直
橋

展示地點．忠泰RS289 (台北市濱江街289號)
門市專線：02 8772 5508

BEST  BUY !
設計選物・輕鬆入手

MUST HAV E !
精選推薦・不容錯過

Magis
Cu-Clock 時鐘(咖啡色)
原價 $9,600  特價 $6,720

Santa & Cole
OCO 55 Mobile 立燈
原價 $13,600  特價 $8,840

Tom Dixon

Etch 燭台
原價 $2,600  特價 $1,690

Jack Light 地燈
原價 $25,400  特價 $16,510

Magis
Pebbles 儲物凳
原價 $5,300  特價 $3,710

One Collection
Glove Cupboard 邊櫃
原價 $398,400  特價 $298,800

Verpan
Fun 1TA 桌燈

原價 $59,600  特價 $41,720

Maruni
Hiroshima 3人座沙發
原價 $186,900  特價 $140,175

Artek
Tea Trolley 900 茶几
原價 $122,900  特價 $92,1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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